
关于 2018 年四川省省本级重大政府投资计划和
重大投资项目的说明

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工程

（一）项目概况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场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境内，

本期设计目标年为 2025 年，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4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0万吨，飞机起降 32万架次需求，建设飞行区等级为 4F，“两纵一横”3

条跑道，航站楼占地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工程总投资约 764 亿元，其中

包括机场工程、空管工程、油料工程和基地航空公司工程，工程总占地面

积约 2137 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约 2 亿立方米。

（二）进展情况

截至 12月底，天府机场工程土石方累计回填 9711 万方，占设计总量

的 96%；航站区工程累计挖方 264 万方、浇筑桩基 10167 根、浇筑混凝土

63 万方，分别占设计总量的 85%、88%和 46%；工作区市政工程累计挖方

323 万方、浇筑桩基 10210 根，分别占设计总量的 44%和 44%。

成自铁路机场段代建工程累计挖方 407 万方，占设计总量的 99%；地

铁机场段代建工程累计挖方 632 万方、浇筑桩基 7486 根，分别占设计总

量的 93%和 95%。

完成天府机场 PRT 系统采购项目招标工作，APM 系统采购项目招标工

作，行李系统采购项目招标工作。完成航站区幕墙工程及光艺术工程招标

工作。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底，机场集团共筹措到项目资金 317.254 亿元（其中资

本金 264.254 亿元，国家专项债 53 亿元），资本金中，中央预算内投资



25 亿元，民航发展基金 65 亿元，省财政性资金 33.959 亿元，成都市财

政性资金 102.78 亿元，企业自有资金 37.515 亿元，国家专项债 53 亿元

（分两期利率 1.2%、4.2%）。所有资金均及时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3.99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3.99 亿元，预算执行率 100%。

二、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

（一）项目概况

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位于乐山市犍为县新民镇，是岷江乐山至宜

宾 162km 河段航电梯级规划的第 4 个梯级。正常蓄水位 317m；渠化航道

31.8 公里，建Ⅲ级船闸一座，船闸尺度为 220×34×4.5m，可通行 1000t

级船舶；装机容量 48万千瓦。项目概算总投资 155.29 亿元，项目资本金

116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4.7%，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二）进展情况

项目先行用地已获得批复，土地整体组卷已完成并报送至国土部门；

目前正在开展征地移民相关工作，预计 2019 年 1月 20 日前乐山市可提供

部分先行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已完成招标，总承包相

关单位及人员已进场；主体工程监理已完成招标，相关监理人员已进场；

进场准备工作已完成，乐山市提供项目建设土地后可及时开工建设。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累计到位资金 16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约 17.81 亿元，

支出资金约 6.27 亿元，其中大额支出包括支付给乐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移民安置费用 2.16 亿元，支付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

勘察设计费 0.96 亿元等。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3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3 亿

元，预算执行率 100%。



三、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马边至昭觉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路线起于乐山市马边县城东侧，顺接仁沐新高速公路马边支线，

经雷波县、美姑县，止于昭觉县南侧，接 G7611 线昭通至西昌段高速公路，

全长约 170 公里，投资 308 亿元，全线采用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

宽度 25.5 米，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估算总投资约 326.87 亿元。

（二）进展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112050 万元。项目初步设计

已获批。控制性工程（大凉山 1、2 号隧道）30 公里路段施工图设计已获

批，2 个控制性隧道累计进洞 300 米。剩余路段施工设计总承包（EPC）

已签订合同，正开展施工便道、驻地建设等临建设施。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累计到位资金 64367 万元，其中，2017 年到

位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2018 年注册资本金 7000 万元。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55367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5536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四、甘孜机场

（一）项目概况

甘孜机场场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来马乡和德格县错

阿乡交界六十六道班，海拨高度 4068 米，本期建设规模为：按照满足目

标年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22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660 吨设计，飞行区等

级 4C，新建一条长 4000 米、宽 45 米的跑道，3000 平方米航站楼，站坪

设置 4 个 C类机位，并配套建设空管、供油、消防救援以及公共配套设施。

投资估算约 24.25 亿元。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机场土石方及地基处理工程已全部完工；飞行

区工程已基本完工；空管工程已完工；信标台、航向台、下滑台设施设备

已安装调试到位；航站区工程航站楼主体已基本完成；机场飞行区工程于

11月经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验收通过；2018 年 12 月 7日，机场开始进行

飞行校验。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共到位资金 23.14 亿元。其中民航发展基金

11.8 亿元(其中有 5.82 亿元仅下达投资计划)，中央预算内投资 6亿元，

省预算内投资 5.34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21.3036 亿元，共支付资金 17.46

亿元，所有省预算内投资均已支出，支付率 100%。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3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3 亿

元，预算执行率 100%。

五、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锦江院区一期工程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成龙路以南、银木街以东、杨树街以西、

紫罗兰路以北，占地面积 95.9 亩。2013 年 3月获得卫生部总体建设发展

规划批复，总体规划建筑面积 209950m
2
，分 2 期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采用代理业主制，项目建设采用以设计牵头的 EPC 总承包模式。一期工程

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54596m
2
（地面建筑107470m

2
，地下建筑47126 m

2
），

工程概算为 124603 万元。

（二）进展情况

工程已竣工，15.46 万平方米工程量全部完成，正在完善竣工验收手

续；水、电、气贯通；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二装工程、净化工程、幕墙

工程及总坪工程完成；水务验收正在公示中，环保验收因政策变化暂未完

成，其余验收已完全完成，医院已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开业。



（三）2017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9423.94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19170 万元，四川省财政预算内资金 28200

万元）。2015 年完成投资 9607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3270

万元，四川省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 2200 万元）。2016 年完成投资 18503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6000 万元，四川省省级预算内

基建资金 10000 万元）。2017 年完成投资 25499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

基本建设资金 5400 万元，四川省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 10000 万元）。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6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6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六、四川省妇女儿童中心工程

（一）项目概况

四川省妇女儿童中心选址于成都市高新区（南区）大源组团，北邻天

府三街、南邻天府四街、东邻盛华南路，西邻城市规划绿地，于 2016 年

11 月取得可研批复，规划净用地 28.8 亩，总建筑面积 68313.4 平方米，

工程总投资约 4.85 亿元。该项目定位为“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集

“公益、教育、培训、创客、展示、研究、体验、示范”等功能于一体，

是面向全省、辐射西部、服务全省广大妇女儿童、家庭的省级妇女儿童活

动阵地，是妇联开展公益服务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二）进展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该项目已先后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

设计条件通知书、项目建设用地 28.8 亩土地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基坑部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基坑部分）》。省代建中心完成并

确定了项目招标代理单位、造价咨询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

完成了概念设计深化方案，工程量清单控制价的编制等工作。2018 年 3



月 14日，省代建中心通过招投标确定了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华

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建筑工程集团公司。目前已完成项目基坑

支护设计方案及基坑支护部分的图纸设计审查报告、原方案场地地质勘查

工作，基本完成施工临水、临电、场地平整工作，正在搭设临时办公设施。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四川省妇女儿童中心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2.62

亿元，累计支付 1.04 亿元，占总投资 4.85 亿元的 21.44%。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0.65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0.65 亿元，预算执行率 100%。

七、大桥水库灌区二期工程

（一）项目概况

大桥水库灌区二期工程是纳入国家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农业

灌溉、城乡生活及工业供水为主，结合发电等综合利用。工程设计灌溉面

积 45.85 万亩，其中新增灌溉面积 33.64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2.21 万亩。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干支渠 179.77 公里和三座渠道电站装机 8150

千瓦，已成灌区改造 76.79 公里，工程总工期 54个月。工程批复总投资

266972 万元，其中资本金 235285 万元，银行贷款 31687 万元。

（二）进展情况

工程于 2018 年 3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正

在开展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审查批复工作。该项目属于 PPP 试点项目，目

前已确定中铁建大桥局为社会合作方，正在开展合同洽谈。工程已经先期

开展太和隧洞“三通一平”工程建设。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工程已累计到位资金 62620.04 万元，累计完

成投资 28395 万元，其中 2018 年完成投资 23322 万元。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1.2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1.2

亿元，预算执行率 100%。

八、向家坝北总干渠一期第一步工程

（一）项目概况

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工程任务为农业灌溉、城乡生活及工业供水。工程设计灌溉面积

198.57 万亩，多年平均供水量 8.47 亿立方米。工程分两步实施，先期实

施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

一期一步工程设计灌溉面积 51.27 万亩，多年平均供水量 3.74 亿立

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北总干渠渠首至邱场分干渠段、邱场分干渠、

内江供水管线、喜捷支渠、真溪支渠以及 4 条水库充水渠等。一期一步工

程总工期 54个月。一期一步工程估算总投资 671714 万元，其中工程资本

金 453559 万元，银行贷款 218155 万元。

（二）进展情况

2018年 7月 31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项目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正在开展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和批复工作。9 月 29 日，省发改委、

省水利厅批复了一期一步工程先行建设项目北总干渠龙洞岩隧洞工程，10

月 28 日，举行项目一期一步工程开工建设动员会。12月 3 日，在四川省

2018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宜宾分会场举行项目一期一步工程开

工仪式，随即先行建设项目北总干渠龙洞岩隧洞工程正式开工。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经累计下达项目建设资本金 32948.6 万元。

2018 年项目计划投资 30000 万元，截至 12月底已完成投资 22000 万元。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7500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75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九、广元市雷家河水库

（一）项目概况

广元市雷家河水库位于嘉陵江流域南河左岸一级支流雷家河上，坝址

地处广元市利州区境内，是一处具有农业灌溉、乡村生活供水等综合利用

的中型水利工程，并作为广元市城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总库容 1414 万

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5.02 万亩（新增 3.24 万亩，改善 1.78 万亩），灌

区供水人口 3.21 万人，并为广元市城区 80万人提供应急供水，工程总投

资 56578 万元，其中枢纽部分投资 35723 万元，灌区工程部分投资 20855

万元。

（二）进展情况

省发展改革委和水利厅分别于2015年 8月和2016年 1月批复了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工程于 2016 年底开工建设。截至目

前，工程已搬迁安置移民 7 户 29 人，枢纽工程建设已贯通放空（导流）

隧洞，取水隧洞掘进 626 米，溢洪隧洞掘进 300 米。大坝开挖土石方 21

万方，齿槽开挖完成，开挖基础 245 米，浇筑、灌浆完成 192 米，灌浆平

洞衬砌浇筑完成，边坡支护 7500 平方米，抗滑桩施工完毕，龙爪子压脚

回填 6.8 万方。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该工程总投资 56578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已到位资金 31495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建设资金 10495 万元、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 6000 万

元、中央专项建设基金 5000 万元、农发行扶贫过桥贷款 10000 万元。雷

家河水库累计完成投资 18395 万元，其中 2018 年完成投资 9455 万元。

其中：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6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6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十、四川省盐源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原因，该

地区吸毒现象严重，吸毒人员较多，给当地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国家发改委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5 年 6 月，经省委编委

第 7次会议审定，同意设立四川省盐源强制隔离戒毒所，项目收治规模为

3000 人，警察编制 600 人。为推进凉山脱贫攻坚和禁毒防艾，在省委、

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四川省盐源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项目被纳入

国家“十三五”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重点推进。

2018 年 8 月 30 日，省发改委对盐源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

建设书）进行了批复。项目建设地址位于盐源县“绿色家园”和西昌市小

庙乡，项目收治规模 3000 人，项目总用地 273.91 亩，总建筑面积 9306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戒毒人员生活和劳动康复及帮教用房、管理用

房、相关配套工程和安防设施等。项目估算总投资 45650 万元（含西昌病

残专区征地费 4804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和省预算内基

本建设投资配套等。项目建设工期三年。

（二）进展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项目前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2018 年 9 月完

成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比选；2018 年 11 月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四川省）公开发布 EPC 和监理招标公告，计划 12月底开标。目前，项

目开工前相关手续正在完善中，待取得项目施工手续后正式开工建设。

（三）2018 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2018 年省级预算内资金安排 5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执行 5000 万

元，预算执行率 100%。


